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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南投发生4 . 6级地震
福建多地有震感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
13日18时41分在台湾南投县(北纬
24 . 13度，东经121 . 09度)发生4 . 6
级地震，震源深度35千米。地震发
生后，福建莆田、厦门、泉州等多
地民众纷纷反映有震感。 中新

美国女店员击退劫匪
却因分享监控录像被停职

近日，美国伊利诺伊州罗克
福德市一名快餐店女店员勇敢地
与持枪劫匪搏斗将其赶走，却因
分享监控录像被店主停职。事发
时，阿拉塞利·索特洛(Arace l i
Sotelo)独自一人在店内工作，一
名男子持枪冲进来抢劫。搏斗中，
索特洛拽掉了劫匪的上衣，他的
枪掉到了地上。随后索特洛捡起
枪，击打劫匪将其赶跑。 中新

四川推出“信用游”
游客到川可“先游后付”

13日，四川省文旅厅发布了
十条金秋旅游线路、“信用游”等
特色活动。据悉，今年中秋、国庆
期间，四川将联合芝麻信用、文旅
服务机构等推出“信用游”，并将
乐山大佛景区打造为首个“信用
游”示范景区，景区有望率先实现

“先用后付”“先游后付”、减免押
金等便捷消费服务等。 中新

燃气爆炸事故致8死5伤
大连应急局书记局长被免

大连市政府新闻办发布关于
对普兰店区“9·10”燃气爆炸事故
问责处理情况的通报称，9月10日
23时39分，大连市普兰店区丰荣
街道鑫和社区一住户家中发生燃
气爆炸事故，造成8人死亡、5人受
伤。大连坤马燃气公司法人李洪
奎、主管安全生产副经理朱来军
被刑事拘留。经市委研究决定：免
去市应急局党委书记张福久，党
委副书记、局长杨哲职务。 中新

FBI解密“9·11”调查文件
无证据表明与沙特政府有关

据美国中文网12日报道，在
美国总统拜登发布行政命令后，
联邦调查局(FBI)解密了第一份

“9·11”恐怖袭击事件调查文件，
概述了劫机者与沙特“同伙”之
间的关系，但没有证据表明袭击
与沙特政府有关。据报道，19名

“9·11”恐怖袭击事件劫机者中
有15名来自沙特。 中新

朝鲜成功试射
新研发的远程巡航导弹

据朝中社13日报道，朝鲜国
防科学院11日和12日分别成功试
射了新研发的远程巡航导弹。报
道说，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飞行
7580秒，精确打击了设定在1500
公里外的目标。 新华

尼日利亚一军事基地遭袭
12名安全部队成员身亡

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13
日，尼日利亚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表
示，该国西北部扎姆法拉州的一个
军事基地在11日遭到袭击，有12名
安全部队成员被杀身亡。由于最近
在扎姆法拉州发生了一系列大规
模绑架事件，军方正在当地开展打
击武装犯罪团伙的行动。 中新

“十四五”养老服务体系规划
将加快落地

近段时间，多地“十四五”养
老服务规划陆续浮出水面，围绕
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加快发
展养老服务业等作出系统安排，
并明确一揽子量化指标支撑养老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尚未正式发
文的地区也在紧锣密鼓征求意
见。另据了解，全国层面的“十四
五”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有望于近
期印发。 新华

财经

当地时间9月12日，维也纳城
市马拉松冠军德拉拉·胡里萨因鞋
底厚了1厘米被取消成绩。据报道，
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德拉拉·胡
里萨以2小时9分22秒的成绩领先
肯尼亚人伦纳德·兰加特3秒。大约
一小时后，赛事官方在社交账号上
表示，胡里萨因穿了不符合规则的
鞋而被取消比赛资格。 中新2021年“科学探索奖”

8位女获奖人创纪录

第三届“科学探索奖”获奖名
单13日正式对外公布，50位青年
科学家“榜上有名”，与过往两届
100人获奖名单相比，本届面孔更
为多元，既有国家级重要奖项获
得者，也有多人从未获过任何知
名奖项；性别分布变化明显，女性
获奖人8位创三年之最。 中新

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
乌镇峰会9月26日开幕

江西“行李箱藏尸”案
犯罪嫌疑人被批准逮捕

江西省泰和县人民检察院13
日依法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对“行李
箱藏尸”案犯罪嫌疑人谢某批准逮
捕。9月7日，泰和警方根据一出租
车司机报警，在一黑色行李箱内发
现一具女尸，迅速查明死者为方某
某，并快速锁定男子谢某为嫌疑
人，于次日将谢某抓获。 中新

美国华盛顿又捣毁一个
“杀人大黄蜂”蜂巢

美国华盛顿州农业局上周末
在社交媒体宣布，已经“端掉”今年
发现的第二个“杀人大黄蜂”蜂巢。
这种“杀人大黄蜂”学名金环胡蜂，
体长可达5厘米，是全球最大的大
黄蜂。“杀人大黄蜂”因以“斩首”方
式捕杀昆虫而获此恶名。 新华

记者从青海省海北州刚察县
柴达尔煤矿“8·14”冒顶事故救援
现场了解到，截至9月13日凌晨，
事故救援工作基本结束，19名被
困人员全部被搜寻发现，均无生
命体征。1000多名救援人员在海
拔超过3800米的事故现场持续救
援近30天。 央视

青海柴达尔煤矿冒顶事故
19名被困人员全部遇难

受台风“灿都”影响
上海中小学幼儿园停课

受今年第14号台风“灿都”影
响，9月13日下午和9月14日全天，
上海中小学幼儿园停止教育教学
活动，托育机构停止托育活动。9
月13日和14日面向未成年人的各
类培训机构停止线下培训。新华

在国新办近日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副主任赵泽良介绍，2021年世界
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9月26
日至28日在浙江乌镇召开，9月26
日上午将举行大会开幕式。本次
大会的主题是“迈向数字文明新
时代——— 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
共同体”。 新华

贵阳全力打造三个千亿级
大数据产业集群

记者13日获悉，贵阳正全力
打造数据中心集聚区、电子信
息制造、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三个千亿级大数据产业集群。
贵州省是我国首个国家级大数
据综合试验区，省会贵阳市被
誉为“中国数谷”。 新华

包头警方破获重大贩毒案
缴获海洛因180余克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警方日
前成功破获一起重大毒品案件，
缴获毒品海洛因180余克。据警方
介绍，抓获嫌疑人杨某后，专案组
迅速对其在包头的下线10余名吸
毒人员统一“收网”。 新华

巴黎女市长宣布参选总统
民调显示马克龙胜算大

法国首都巴黎市长安妮·伊
达尔戈12日宣布参选总统。她有
望获社会党提名为候选人，加入
挑战可能寻求连任的埃马纽埃
尔·马克龙的行列。法国定于明年
4月举行总统选举。马克龙尚未宣
布是否参选，但舆论普遍认为他
会寻求连任。 新华

因鞋底厚了1厘米
马拉松冠军被取消成绩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
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

工信部部长肖亚庆13日在国
新办发布会上说，自2010年以来，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已连续11年位
居世界第一，是世界上工业体系
最为健全的国家。 新华

日本神奈川海滩
发现14米长鲸鱼尸体

当地时间9月13日早上，日本
神奈川县小田原市民众在当地海
滩，发现了一头身长约14米的鲸
鱼尸体。目前，当地政府正在讨论
处理措施。 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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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沭
2021-
J016号

临沭县东盘村(东盘南村)
村东部，沭赣路南，四至
均为东盘村采矿用地

临沭县玉山
镇 东 盘 村
(东盘南村)

8862
工业
用地

50年

容 积 率 ≥
1 . 0，建筑密
度≥35%，绿
地率≤15%

229 . 525
8

229 . 5258 5

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不低于125
万元/亩，亩均税收不低于12万元/
亩，单位排放量增加值不低于52万
元/吨，单位能耗增加值不低于0 . 6

万元/吨标准煤。

临沭
2021-
J017号

临沭县玉山镇丁庄村与
东盘村，东至东盘村采矿
用地，西至丁庄村采矿用
地，北至丁庄村采矿用
地，南至丁庄村采矿用地

临沭县玉山
镇 东 盘 村
( 盘 南 村 ) 、
玉山镇丁庄
村(东丁村)

1378
工业
用地

50年

容 积 率 ≥
1 . 0，建筑密
度≥35%，绿
地率≤15%

35 . 6902 35 . 6902 2

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不低于125
万元/亩，亩均税收不低于12万元/
亩，单位排放量增加值不低于52万
元/吨，单位能耗增加值不低于0 . 6

万元/吨标准煤。

临沭
2021-
J038号

临沭县蛟龙镇蛟龙社区
(沙岭)，东至沙岭村耕地、
西至道路、南至沙岭村耕

地、北至沙岭村村庄

临沭县蛟龙
镇蛟龙社区
(沙岭村)

5528
工业
用地

50年

容 积 率 ≥
1 . 0，建筑密
度≥35%，绿
地率≤15%

150 . 361
6

150 . 3616 5

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不低于120
万元/亩，亩均税收不低于15万元/
亩，单位排放量增加值不低于384万
元/吨，单位能耗增加值不低于4 . 2

万元/吨标准煤。

临沭
2021-
J039号

临沭县郑山街道陡沟村
西部，225省道西侧，四至
均为陡沟村居民点用地

临沭县郑山
街道陡沟村

15560
工业
用地

50年

容 积 率 ≥
1 . 0，建筑密
度≥35%，绿
地率≤15%

446 . 572 446 . 572 5

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不低于120
万元/亩，亩均税收不低于15万元/
亩，单位排放量增加值不低于384万
元/吨，单位能耗增加值不低于4 . 2

万元/吨标准煤。

临沭县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临沭县人民政府批准,出让人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4宗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备注：1、宗地出让范围内的
原有土地权利证书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废止。2、宗地具体情况详
见出让文件。

二、申请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
规政策等另有规定及列入临沭县
土地市场诚信体系黑名单的外，
均可申请参加，可单独申请，也可
联合申请。

三、申请与登记
本次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实行网上交易，申请人须
办理电子签名认证证书后，登录
网上交易系统，在提交竞买申请
截止时间之前交纳竞买保证金，

按宗地下载出让文件，并按出让
文件要求和系统提示填写竞买申
请书并冻结竞买保证金。出让文
件规定申请人须提交其他材料
的，申请人应同时上传该资料的
电子图片，提交人工审核。网上交
易不接受除网上竞买申请以外其
他方式的申请。

申请人提交竞买申请并冻结
竞买保证金的时间为2021年9月
11日上午9时至2021年10月8日下
午4时，逾期不予受理。竞买人模
式下实行“一竞买人一地块一子
账号”，竞买人每次竞买土地时必
须重新生成子账号，不能使用以
前生成的子账号。申请人竞得土
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

的，在申请书中必须予以说明并
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
间等内容。

四、挂牌时间、竞价方式
挂牌出让采取登录交易系统

网站网上报价方式，按照价高者
得原则确定竞得人。挂牌时间为
2021年10月1日上午9时至2021年
10月10日下午4时。挂牌时间截止
时，交易系统将询问有报价的竞
买人是否愿意继续竞价，有竞买
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无需缴
纳差价保证金询问期结束后直接
进入网上限时竞价(中间没有时间
间隔)，如遇特殊情况会在临沂市
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公告择期进
行人工现场竞价，通过竞价确定

竞得人。
五、缴款到账有关事项
竞买人缴款到账以网上交易

系统反馈到银行系统的报文信息
为准。因网络延迟或网络不通，交
易系统不能向银行系统反馈缴款
到账信息的，属于单边账，视为缴
款不成功。缴款不成功的，银行将
做退款处理，竞买人在缴款后应
及时登录交易系统核对到账信
息。竞买人应当避免在截止期限
前的最后24小时缴款，如出现缴
款异常情况，请竞买人与有关银
行及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联系。

六、关于限时竞价
参加限时竞价的竞买人在询

问期结束时使用自备电脑登录交

易系统参加限时竞价。为保证网
上限时竞价的顺利进行，请按照

《土地竞买人操作手册》要求设置
网络环境。(《操作手册》在临沂市
公共资源交易网“资料下载”专
栏，请认真阅读)。

限时竞价过程中，如出现网
络波动、竞价页面卡顿等故障情
况，将会暂停限时竞价程序，故障
排除后，限时竞价程序恢复。因发
生断网、系统故障等无法处理的
情况导致限时竞价异常结束的，
将发布公告对本次限时竞价活动
结果进行认定，认定竞价结果无
效的，将择期重新组织该宗地的
竞价活动。

限时竞价过程中各竞买人在
交易系统中的操作会自动记录在
系统日志之中，整个交易过程以
系统日志记录的数据为准。为防
止竞买过程中网络不稳定导致竞
价异常，请各竞买人尽量在规定
时限最后1分钟前提交竞价，否则
后果自负。

七、本次集体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的事项如有变更，将
发布变更公告，届时以变更公告
为准。

八、出让宗地现场踏勘时间
申请人自行踏勘现场。
临沂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址：http：//ggzyjy.linyi.gov.cn/
linyi/

临沭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
址：http://www.lsgtzy.gov.cn/

临沭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址：http://ggzyjy.l inyi.gov.cn/
linshu/

临沭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地
址：临沭县城沭新东街32号

咨询电话：0539-6219326
联系人：张卫华

临沭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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